
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政策諮詢委員會第 3屆第 3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6年 10月 27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00分 

貳、 地點：勞動局第一諮詢室 

參、 主席：賴主任委員香伶                  記錄：麥推展員雅雯 

肆、 出席人員：徐副主任委員玉雪、葉副主任委員琇姍、游委員淑眞

(王副處長妙鶯代)、于委員紀隆、林委員佳慶、王委

員錫卿、陳委員冠斌、李委員美玲、朱委員靜嫻、卓

委員碧金、林委員祈妏、黃委員俊男、辛委員炳隆、

楊委員瑞玲 

伍、  請假人員：張委員玲、周委員月清 

     列席人員：陳副處長昆鴻、陳秘書威霖、劉課長雪如、鄭課長

婉意、簡執行長明山、吳執行長明珠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確認第 2次會議紀錄 

裁示：確認洽悉。 

 

捌、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第 3屆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政策諮詢委員會」歷次會議決

議事項執行情形案。 

說明：歷次會議決議待辦事項之內容概要及辦理情形，請參閱會議資

料第 7頁。 

 

裁示：1. 列管「序號 1」： 

        參考辛炳隆委員有關「市場需求」建議，修正「最新執行情

形」之文字敘述。 

      2. 列管「序號 2」： 

        請重建處(身管課)會後與卓碧金委員討論向中央提案之情

形，並詢問建管處是否有定期組別調整或組別調查之行政流

程可行。 

        

 



報告事項二 

案由：106年 7月至 9月身障就業促進業務辦理情形報告案。 

說明： 

一、 本期辦理之重要活動摘錄如下：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簡述 參加人數  

106.07.01(六) 

106.09.23(六) 

106.09.30(六) 

視障按摩推

廣活動 

自來水園區、 

國父紀念館、 

松山區東光里、 

中正區龍興里、 

大安區龍陣里、 

南港區合成里、 

南港區三重里、 

文山區樟新里。 

結合本市自來水處臺北親水節、消

防局國家防災日活動，以及松山

區、中正區、南港區、文山區里鄰

之中秋重陽節慶活動，辦理視障按

摩推廣共 8場次，提供民眾免費體

驗，擴增宣導平台，以增加視障按

摩師就業機會。 

參與服務之

按摩師 40

人次，按摩

體驗民眾共

約 600人

次。 

 

106.08.12(六)- 

106.09.02(六) 

臺北市庇護

工場參與世

大運活動 

各比賽場館及選

手村 

為了讓身心障礙者也能參與世大

運，市府將各競賽場館的餐飲優先

由庇護工場提供服務，另亦於選手

村保留一處做為庇護商店，讓世界

看見臺灣障礙者就業力。 

工作同仁約

50人，顧客

人次上萬人 

 

106.08.18(五) 

「1999臺北

市民當家熱

線」視障話務

小組客服經

驗分享 

「1999臺北市民

當家熱線」視障

話務中心（臺北

市鄭州路 109號7

樓） 

為促進本市轄內政府機關（構）及

公營事業應進用視障電服員單

位，增進進用視障者擔任電話服務

工作業務規劃與執行經驗，特邀請

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分享

「1999臺北市民當家熱線」視障

話務小組辦理成效，透過參訪及觀

摩活動，藉由經驗分享，共同交流

與激盪相關作法，促使用人單位順

利進用視障話務值機員及增進工

作效能，從而提昇聘僱穩定度。 

參訪單位共

計 4家 

 

106.08.31(三) 

106年度臺北

市身心障礙

者職務再設

計服務及補

助說明會 

臺北市大同區、

中山區身心障礙

者資源中心 

1.協助本市義務進用單位順利進

用身心障礙員工，同時了解其特

質，並透過對職務再設計的認

識，使身障員工適應職場並發揮

所能。 

2.藉由輔具體驗及專題演講，使出

席者了解身心障礙者之障礙特

性、職務再設計服務內涵、執行

方式及申請辦法。 

參與人數

132人 

 

106.09.04(一)- 

106.09.08(五) 

106年度臺北

市大專院校

身心障礙者

本處 5樓綜合教

室 

針對本市各大專院校已畢業、應屆

畢業或在學中但缺乏工作經驗或

工作經驗不穩定之身心障礙學

參 與 人 數

11人 

 



二、本期辦理、參加之重要會議如下： 

 

裁示：確認洽悉。 

 

報告事項三 

案由：臺北市庇護工場參與世大運活動報告案。 

說明：詳如簡報 (附件 1 )。 

 

  

就業轉銜成

長營 

生，擬透過團體活動的方式建立其

正確的工作概念和態度，另擬邀請

企業代表指導學員製作吸引企業

的履歷表，並藉由面試的模擬、實

際職場的體驗等，協助學員發展未

來的職涯方向。 

106.09.20(三) 

106年臺北市

職務再設計

服務成果發

表研討會 

臺北市身心障礙

者就業大樓 

分享臺北市身障者職務再設計服

務經驗，以及身障者職場工作表現

評量的創新發展。同時透過若水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的參訪與介紹，瞭

解社會企業核心理念與價值，藉由

模擬障礙情境與職場實地操作體

驗，使參與者對職務再設計實務工

作有更多認識。我們亦將安排案例

分享，邀請職務再設計專家委員、

職場主管相關人員一起進行實務

對話，並與其他縣市職務再設計服

務單位進行經驗交流、腦力激盪，

激發創意發想與工作熱忱，以提升

我國職務再設計服務專業品質。 

參 與 人 數

50人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與會人員 

106.07.31(一) 
辦理「一年創造一個身障創新就業模式」對

話座談會 

公民團體及本處業務相關人

員 

106.08.08(二) 
106 年度職業重建就業服務及職業訓練服務

第 2次工作聯繫會報 

本市職管及職訓受託單位代

表及本處相關工作人員。 

106.08.28(一) 106年「珍愛按摩服務坊」空間規劃會勘會議 
本處、專家學者、本府公管

中心、5家進駐團體。 

106.09.29(五) 
106年度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方案暨公

有房舍委託案第 3次工作聯繫會報 

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方

案暨公有房舍委託案之單位 



裁示：洽悉。 

 

報告事項四 

案由：勞動部擬修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撥交就業安定基金提撥及分

配公式報告案。 

說明： 

一、 本案係緣於監察院調查勞動部主管之身心障礙者就業促

進業務，該調查意見略以「有關各縣市身障基金餘額差距

過大，現行提撥及分配公式未能有效消弭城鄉差距乙節」，

勞動部遂著手研議修改本項提撥及分配公式。 

二、 詳如簡報(附件 2 )。 

 

裁示：重建處參考委員們的意見(如臺北市的租金、人事費用等服務

成本較其他縣市高及各縣市成本動因之差異。)，俟相關資料

備妥後再向中央爭取。 

 

報告事項五 

案由：有關爭取公有場地增設庇護工場辦理情形報告。 

說明： 

     因本市議員及公民團體，陸續要求本處增設庇護工場，故自 106

年 5月起本處陸續評估各局處所釋出之閒置場地，目前較確定

之 2案說明如下： 

一、 國防部崇仁新村改建基地 3戶(36－42平方公尺)，先以租

賃 5年方式，預計 107年委外營運。該建築為新蓋 5年之

社區，租賃之 3戶均為 1樓，已先辦理公開會勘，邀請團

體單位場勘，單位參與委外營運之意願甚高意願，故已辦

理租賃事宜。另國防部同時提供有償撥用(價購)之價格，

因公有撥用優惠價每戶在 1036-1196餘萬元之間，後續將

評估有償撥用(價購)之程序。 

二、 「萬隆東營區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參建案，興建案由本府

社會局主辦，共同參建單位為社會局、教育局、衛生局、

消防局、勞動局/本處等，預計於 107年度－111年度期間

由本府新工處代辦興建。目前尚在先期規畫設計階段。 

三、 詳如簡報(附件 3 )。 



 

裁示：備查。 

 

玖、討論事項：無 

拾、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案由：「社會企業」做為身障就業模式之探討及經驗分享一案。（林委

員佳慶） 

說明：一般公司企業以營利為目的，而社會企業則否，兩者是截然不

同的經營方向，例如庇護工場朝公司企業發展時必定遭遇不少

問題，故請團體代表委員分享「社會企業」之執行經驗及想法。 

 

決議：由重建處(二組)於下次會議(107年 1月 19日)中進行報告，並

請團體代表委員進行經驗分享。 

 

 

拾壹、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